
       隨著電腦計算能力的提升，數據科學家使用機器學習的先進演算法來解決過去許多難解的問題變的可行，因此人工智慧技術也變得越來越複雜；
為符合各種情境應用之所需，結合人工智慧技術與物聯網技術來解決問題正逐漸成為主流。近年來通訊系統技術發展快速，5G網絡提供的超快速和
超低延遲連接，結合物聯網收集的大量數據以及人工智慧技術的決策能力，可能改變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5G、人工智慧、物聯網及雲端計算技
術的發展正在引領新的智慧聯網時代的嶄新應用。這種跨領域技術的整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與可能，卻也帶來更多的挑戰。

       行動計算研討會(Mobile Computing Workshop，簡稱 MC)是國內最早舉辦的行動通訊專業研討會，為一個探究行動計算技術與相關應用之學術
研討會，今年已邁入第二十四屆，由國立聯合大學主辦，承辦單位為國立聯合大學資訊工程系與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於2019年8月26日至
27日假臺南市關子嶺統茂溫泉會館(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舉行。第二十四屆行動計算研討會(MC2019)以｢5G物聯新世代、雲端智慧大未來｣為主軸，

提供對行動計算及應用有興趣的專家、學者及研究生發表他們最近的研究成果並交換研究心得的機會，同時舉辦107年科技部專題計畫資訊工程/智
慧計算學門成果發表會。希望透過多方交流，促進跨域合作，以激發出更多創意，為未來的行動智慧生活共同努力。

會議網址：https://mc2019.csie.nuu.edu.tw

研討會投稿說明： 
‧論文以中、英文撰寫，其投稿方式採線上投稿，論文格式說明

請參閱網址：https://mc2019.csie.nuu.edu.tw/
‧若為科技部計畫之相關成果，請在論文之致謝中註明科技部計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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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時程：
論文投稿截止日期：108年7月15日(星期一)
論文審查結果通知：108年7月31日(星期三)
完稿上傳截止日期：108年8月9日(星期五)
論文註冊截止日期：108年8月9日(星期五)

聯絡人：國立聯合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MC2019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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